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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展示自然资本方法对实现生物多样性政策的附加价值，以及如何帮助“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达成“雄心勃勃”的既定目标。它以2018年出版的Natural 
Capital for governments: what, why and how，以及Business for Nature, IPBES, 
WEF, Dasgupta Review和其他机构的出版物为基础，进一步精炼、整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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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缅甸、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秘鲁、菲律宾、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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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本文解释了什么是自然资本，为什么与生物多样性政策相关，以及如何帮助实现碳
中和（carbon neutral）、对自然的正面影响（nature positive）和公平公正的
的全球目标。为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5
）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届会议（UNFCCC COP26）背景下，讨论“
人与自然和谐新共识”的领导人、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提供信息。旨在证明自然资
本方法如何有助于将生物多样性融入商业、金融机构和整个政府体系决策程序的主
流。文中列举各国政府采取相关行动的实例表明，自然资本将自然的价值根植于社
会和经济决策以实现公平公正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公认有效的战略视角。

本文提供实例，显示了世界各国从保护到规划，经济和发展的不同领域，政策
制定者如何使用自然资本方法做出有依据支撑的更明智决策（more informed 
decisions），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些实例验证了将自然构筑为资产
（frame nature as an asset）的积极力量，能够促进更好地理解对自然的威
胁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同时，展示了支持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
标”（SDG）和将自然价值融入政府、商业和金融机构决策的最佳实践。

主旨与受众

自然资本方法为变革提供
依据的60多个实例

我们的生活方式正遭受威胁，世界的发展走向必须改变。如“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报”的预稿（Zero Draft of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所
指出，急需转型变革（transformational change），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reverse 
nature loss），确保自然界的健康及复原力（resilience），以支持经济、福祉和生计。

为实现转型变革，将自然构筑为一种资产（“资本”），并将生物多样性视为使资
产更具生产力和韧性的特质属性，则是一种真知灼见。生态系统作为有效方式，将
自然资产分解，使其价值在商业、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决策程序中清晰可见。

自然资本方法把自然的价值构筑在经济繁荣和人类福祉的基础上。帮助国家和
组织更深刻地理解对自然的影响和依赖，将自然的价值纳入决策制定；同时，
强调对自然的投资潜力，支持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政府干预对于加快和扩大转型变革至关重要，因为政府能够创造有利的环境。为此可采
用五个杠杆（five levers）：1) 为自然赋值；2）实施生物多样性目标；3）纳入决策程
序；4）改革激励措施；5）赋能社会行动。通过采用和促进自然资本方法，政府能够在
商业、金融和公共政策中，解锁生物多样性价值主流化所需的技术工具和解决方案。

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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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本文介绍
我们的生活方式正遭受威胁，世界的发展走
向必须改变。如“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报”的预稿（Zero Draft of the Post-
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所
指出，急需转型变革（transformational 
change），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reverse 
nature loss），确保自然界的健康及复原力
（resilience），以支持经济、福祉和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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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解释了什么是自然资本，为什么与生物多样性政策相关，以及如何帮助实现碳
中和（carbon neutral）、对自然的正面影响（nature positive）和公平公正的
的全球目标。为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5
）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届会议（UNFCCC COP26）背景下，讨论“
人与自然和谐新共识”的领导人、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提供信息。旨在证明自然资
本方法如何有助于将生物多样性融入商业、金融机构和整个政府体系决策程序的主
流。文中列举各国政府采取相关行动的实例表明，自然资本将自然的价值根植于社
会和经济决策以实现公平公正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公认有效的战略视角。

我们的生活方式正遭受威胁，世界的发展走向必须改变。如“2020后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报”的预稿（Zero Draft of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所指出，急需转型变革（transformational 
change），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reverse nature loss），确保自然
界的健康和复原力（resilience），以支持经济、福祉和生计。

自然是经济、社会和福祉等社会所有方面的基础。即使按照保守估计，在低收入国
家，自然资本约占国家财富的50％，而在高收入非经合组织（non-OECD）国家中，
自然资本平均占国家财富的30％（World Bank, 2018）。但是，衡量发展的传统指
标（如GDP）未能显示出自然资本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因此，统计方法应从根本上
改变，超越GDP范畴而充分纳入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所提供的价值。

这样做并非多此一举，而是至关重要！有证据表明，地球正面临危险。 IPBES关于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全球评估报告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结论：“生物多样性、生态系
统功能和服务体现了自然及其对人类的重要贡献，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正在恶化。在过去
50年里，加速增长的直接和间接驱动力（drivers）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已经加
快”（IPBES，2019年）。人类过度使用了自然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超出了自然界在
可持续基础上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Dasgupta Review, 2021），这将阻碍实
现包括“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等国际议程（Markandya，2020
年）。正如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全球风险报告》（WEF Global Risks Report）
指出，在全球化日益深化背景下，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给世界经济带来越
来越大的系统性风险。尽管这些认知已不是新鲜事物，但COVID-19疫情让我们认识
到，对自然的无度索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使疾病传播加剧，这不是未来可能发生的危
险，而是现在数百万人生命和生计正遭受威胁的主要原因。有证据表明，维护完整的
生态系统及其特有的生物多样性通常会减少传染病流行（Keesing et.al., 2010）。

主旨与受众

传统模式难以为继——转型变革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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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出的“变革理论”（来源: CBD, 2020a）

我们必须改弦更张！ 为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社会和经济需要转变运行方式（IPBES，2019
）。为满足人们需求，急需在三个社会经济体系中进行系统性转型：粮食、土地和海洋利
用； 基础设施和建筑环境； 能源和采掘业（WEF，2020c）。 为此，“2020年后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预稿在内容更新中引入了一种变革理论（图1），强调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
威胁，确保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实施有效的技术工具和解决方案（CBD, 2020a）。 

为实现变革而将自然构筑为一种资产（“资本”），并将生物多样性视为使资产
更具生产力和韧性的特质属性，则是一种真知灼见。生态系统作为有效方式，将
自然资产分解，使其价值在商业、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决策程序中清晰可见。

将自然构筑为资产，为转型变革注入活力

识别并将自然作为系列资产或“资本”中的一种进行管理，了解不同形式的资本之
间如何相互作用，有助于使自然的价值在社会各部门的决策中可见，因为将自然
资本与其他资产，如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融合在一起，对金融、经济
和企业决策至关重要。因此，要提倡将生态环境投入视为一种能够产生持久社会
回报的“战略投资”，而不是降低组织绩效的“成本负担”（参见专栏1）。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2050年生物
多样性愿景

人类与自然
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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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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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人们生产
和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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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 

资本方法（capitals approach）考量对资本资产（存量）影响和依赖的价值，包括自然资
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制造资本。该方法有利于决策制定过程中纳入所有贡献人类福祉，
源于自然界、劳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价值因素，展示资本如何随时间变化，资本投资和管理
如何为构筑健康且有韧性的经济社会基础做出贡献。 
 
资本是一种存储并为人们提供价值的资源或资产。当以负责任的方式进行投资和
管理时，资产便会创造价值。如果资本存量下降，就会限制其为人类和经济提供
价值的能力。过度使用资本一但突破极限，资本则可能完全停止提供价值。

以下是最常见诸文端的四种资本，包括：

• 制造资本（produced capital）：用于制造社会消费
所需商品和服务的人造产品与金融资产

• 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组合起来为人们产生效益的
自然资源储备，包括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

• 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体现在个人中的知识、技术、
能力和特质，有助于创造个人，社会和经济福祉。

•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共同促进团体内部和之
间合作的网络、规范、价值观和愿景。

尽管可以孤立地看待不同形式的资本，但它们都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应当采
取“综合资本管理方法”（integrated capitals management approach）将
所有资本视为统一体系的组成部分。通过运用综合思维（integrated thinking）
，有利于组织长期服务其主要利益相关方，维护资本价值并创新，以及更
明智地制定决策。（Capitals Coalition，2020； IIRC，2020）。

利用自然资本概念，将自然构筑为资本资产（专栏2）有助于生物多样性部门主流化。它提供一
个战略视角，使生物多样性价值能够有效地纳入所有相关部门的决策过程。

自然资本方法是对传统保护政策的补充。该方法使用商业、金融机构和政府
体系理解的语言阐释我们对自然依赖价值几何。通过识别（identifying），
计量（measuring）和估算（valuing）对自然的影响和依赖（impacts and 
dependencies on nature），自然资本评估的结果能够提供有关自然资产健康状
况的信息，以及用于政策权衡评估，投资目标和金融风险管理的实用数据。

应用自然资本方法有助于捕捉自然界为人们提供的价值，主要侧重于自然产品和服务
供给产生的惠益。然而，要注意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第X / 3号决议第9（b）（ii）段
相符的自然所具有的非使用价值或内在价值（non-use or intrinsic value）的重要性，
例如文化或精神价值。 因此，许多政府强调自然资产是自然遗产的组成部分。自然的
价值可以定性和定量，或以货币形式表现（expressed i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or 
monetary terms）。货币化赋值便于直接比较和纳入某些决策，但是自然资本方法的
主要目的是为决策制定提供必要信息和依据，因此应当使用适当的价值表现方式。

资本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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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本是为人们带来利益流量的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存量（如植物、动
物、空气、水、土壤和矿物）（Natural Capital Coalition，2016）。术语“
资本”（“capital”）和“存量”（“stocks”）作为隐喻，用来描述在经
济中扮演角色的性质。自然资本存量的存储性和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系列产品和
服务，通过为企业和社会提供效益而创造价值（图1）。自然资本产生食物、
水、能源、住所、药品以及制造产品所需原材料。它还提供不太引人注目但极
为重要的调节、支持和文化服务，如清洁空气、调蓄洪水、调节气候、昆虫（
动物）授粉和休闲娱乐。自然资本带来的利益流量（flow）可以是生态系统服
务（源于生态系统的惠益，例如授粉、水和气候调节）也可以是非生物服务
（不依赖于生态过程，而是来自地质过程，例如金属、石油和天然气）。

专栏2 –

自然资本：为人类带来惠益的资源储备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资本存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其产生服务和产品的基础。生物多样性
是指“地球上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他水生生态
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这包括物种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生物
多样性公约》第2条，1992年）。本质上，生物多样性揭示了生命多样性，被认为是自然
资本存量的生命形式。它包含三个层次：遗传变异的水平，存在的物种的多样性，物种种
群或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之间存在着重要而复杂的关系。
生物多样性影响生态系统服务提供的数量、质量和复原力。较少生物多样性的自然系统仍
然可以产生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但通常数量较少，质量较低且更易受到变化的影响。在
许多方面，生物多样性被视为衡量自然资本存量的质量和复原力的量度（measure）。

图2 ：生物多样性与自然资本存量、流量和价值之间的关系（Capitals 
Coalition and Cambridge Conservation Initiative，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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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 生物多样性影响和依赖：商业、金融部门和社会的概念模型（Capitals 
Coalition and Cambridge Conservation Initiative, 2020）

进一步阅读：Natural Capital Protocol（译者注：自然资本联盟, 著. 赵阳, 译. 自然资本议定
书[M]. 北京: 中国环境出版集团, 2019.），《生物多样性指南》（Biodiversity Guidance）
和《自然资本工具包》（Natural Capital Toolkit）汇集了计量和估算对自然影响和依赖
的可用方法和工具。另请参阅UNSD网站上的《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

使用自然资本方法使社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和依赖变得更加明显。经济繁荣和人类福
祉以及几乎每项工作的绩效都取决于生物多样性，而且往往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或正
面影响。这些影响和依赖导致风险和机遇，从而为企业和社会带来效益和成本（图2）
。使用自然资本方法能够帮助将生物多样性的复杂性转化为企业理解的经济语言。

自然资本

商业 社会
包括政府和民众

影响和依赖

金融部门

风险/
机会

成本/  
效益

风险/  
机会

成本/  
效益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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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应用自然资本方
法识别对自然
的威胁与需求
自然资本方法把自然的价值构筑在经济繁荣和人
类福祉的基础上。帮助国家和组织更深刻地理
解对自然的影响和依赖，将自然的价值纳入决
策制定；同时，强调对自然的投资潜力，支持
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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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自然界对福祉支撑作用的认知程度

自然资本方法为决策者提供识别（identify）、计量（measure）和估算（value）对
自然资本影响和依赖（impacts and dependencies）的工具，阐明自然界在可持续
的健康、财富、生计和福祉和文化中的支撑作用。图4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SDGs）背景下诠释这一支撑作用，将自然界（以生物多样性的健康水平为
基础） 构筑为可持续生产和消费，以及今世后代民生福祉有关目标实现的基石。

自然资本方法，特别是当包括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制造资本相互关联或权衡（trade-
offs）时，能够更好地理解不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之间的相互作用，将自然的价
值纳入所有决策中。一方面展示自然资本过度开发如何对经济和福祉构成威胁（如“
蛋糕图”两个顶层所示）；反之亦然，从另一方面了解对自然的投资如何遏止生物多
样性丧失和恢复生态系统完整性，从而支撑所有SDG目标的达成。图4凸显出自然资本
作为自然资源的基础，对经济和社会繁荣的支撑作用。因此应当采用更为科学和稳健包
容的可持续性方法，树立自然资本无法被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或制造资本所替代的观
念。从建立牢固的自然资本存量开始着手，总目标仍然是致力于增加所有形式的资本储
备。本文每章末尾对相关示例进行总结，并在附录补充更多示例，用以阐述世界各国
政府如何利用自然资本方法为决策提供依据，通过资本组合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图4：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蛋糕图”凸显生物圈对社会和经济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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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厘清地方层面的生态系统退化如何造成与获取资源相关的社会公正问题，保护国际（CI）与
秘鲁当局在“应用自然资本账户评估生态系统退化对国民经济的局部影响”（Natural capital 
accounts to assess the economy-wide local effects of ecosystem degradation）
展开合作（Vardon et.al., 2019) 。该研究强调了土地退化的威胁，濒危物种和民众从自然
界获取利益的积极和消极趋势。例如，自然资本账户的指标能够帮助更好地了解在地方层
面，自然保护与可持续用水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实现更全面的资源管理和政策实施。

印度尼西亚

秘鲁

实施《印尼低碳发展计划》（Low Carbon Development Initiative for Indonesia, 
LCDI）的经验表明，由于环境恶化、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水平下降，如果不从根
本改变发展模式，经济将不可持续（Garrido et.al., 2019）。政府越来越意识到，
保护和恢复自然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和减轻自然资本压力的关键。为实现这一目
标，LCDI明确将温室气体（GHG）减排目标纳入国家中期发展计划（RPJMN 2020-
2025），并针对特定区域或生态系统类型，采取自然资源保护和恢复措施。

显示自然资产基础退化的威胁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预稿在内容更新中提纲挈领地指出，当前迫切需要应对
用于生产生活的自然资产基础所面临的威胁，包括气候变化和对野生物种、水资源（淡水和
海洋）及景观的过度开发，以及外来入侵物种、富集养分，塑料和杀虫剂造成的污染（《生物
多样性公约》目标1至7，2020年）。这些威胁不仅涉及野生物种和保护区，还涉及生产区（
如农业）和城市（健康与福祉）。自然灾害频发表明生态环境退化对人类的威胁愈发紧迫。

自然资本健康的长期贬值，如随着如海洋酸化，空气污染或肥沃的表层土壤流失，
却往往不那么容易可见，而且直接后果也相对较轻。然而一旦突破气候和环境承载
力的临界点，则会危害生态系统平衡，导致不可逆转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
严重影响人类世代福祉的方方面面。了解自然资本存量和流量（stocks and flows）
的趋势有助于发现不可持续利用的有害后果，并尽早进行补救。澳大利亚、印度
尼西亚、秘鲁和荷兰等国的应用示例，展示了使用自然资本方法评估由于人类活
动影响而导致的自然资产变化，以及更深刻地理解这些变化对社会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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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附录（包括菲律宾的示例），更多关于应用自然资本方法识别对自然威胁的示例。

荷兰

作为金融监管机构，中央银行（DNB）开展研究可持续性问题如何影响本国金融机构
和整个金融系统。在《人类对自然界的负债：探索荷兰金融部门的生物多样性风险》
(Indebted to nature: Exploring biodiversity risks for the Dutch financial sector)报
告中 (DNB & PBL, 2020)，中央银行调查了金融部门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导致的不同风险敞
口。生物多样性丧失被认为是潜在的财务风险来源，威胁着经济活动所依赖的生态系统服
务，例如木材、授粉和土壤肥力。遍布世界各地的荷兰金融机构正在为高度或重度依赖一
种或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据估算，这些企业的生物多样性风险敞口总
量可达5100 亿欧元，占荷兰金融机构全部投资组合的 36%。以商业依存度较高的昆虫和
动物授粉为例，全球金融部门投资于依赖自然授粉的产品的风险敞口为 280 亿欧元。

澳大利亚

政府使用自然资本核算（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帮助虾捕捞业企业评估产业所
依赖的生态系统资产相关的风险和机会。一个新项目正在研究Wallis 湖虾产地，该湖位于
纽卡斯尔以北新南威尔士州海岸，研究范围还包括湖口和邻近由盐沼、海草和红树林组
成的流域，目的是了解自然资本如何支持捕虾产业的生产力，并通过价值核算来评估其
贡献。该研究是名为“增加农场利润：自然资本账户的作用”（Increasing farm gate 
profits: the role of natural capital accounts）的一项大型国家项目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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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

来自Ayeyarwady Delta三角洲红树林的案例研究表明，自然资本方法如何帮助估算生
态环境、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投资回报。该案例着重试行由Green Growth 
Knowledge Platform 和 Global Green growth Institute两机构合作可发的“3Returns评估
框架”（3Returns Framework）。试点结果表明，改善红树林的管理和绿色增长替代方案
有利于提高当地社区的福祉，即使对红树林恢复进行有限的投资，从长远看也会带来很高的
收益。该项工作是在世界银行“国家财富和生态系统服务估值”计划（Wealth Accounting 
and the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WAVES）支持下，得以继续进行。

乌干达

政府正在与世界银行牵头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计划”（Global Program on 
Sustainability）合作，为土地，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编制账户（develop accounts）
，为合理开发湿地的经济规划提供决策所需依据，确保生态系统健康和复原，
能够继续为居民生计和福祉提供食品生产、淡水供给和生态旅游等服务。

塞内加尔国内的Saloum Delta三角洲采用了可比较的方法。“可持续资产评估工具”
（Sustainable Asset Valuation, SAVi）由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ISD）在该地区
试点应用，主要通过湿地和红树林，估算三角洲对本国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贡献。

投资和使用自然资产以更
好地满足人们需求

自然界为社会带来多种效益回报，环境方面如生态韧性（ecological resilience），社会方面
如公共卫生、福祉和生计支持，经济方面如包容性增长、经济收益和创新（《生物多样性公
约》目标8，2020年）。全球一半以上的GDP（相当于44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轻度或高度依
赖自然界及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因此也容易蒙受生物多样性丧失导致的商业风险。其中，三
个主要的经济部门（建筑、农业、食品和饮料）对自然界的依赖尤其为重（WEF，2020b，p.8
）。此为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挑战之一。然而Covid-19疫情突然来袭，使我们不得不需要比
以前更多的资源重建、恢复经济。乌干达、缅甸、英国（苏格兰）和印度的实例证明，资本
方法能够提供管理生产生活对自然的需求，以及权衡“保护和开发”所需的必要决策信息，
确保决策者得到并考量这些信息，更有效地应对诸如气候变化或Covid-19之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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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附录（包括澳大利亚、荷兰、瑞典和英国的示例），更
多关于应用自然资本方法管理人们需求的示例。

印度

自2015年以来，印度Andhra Pradesh邦政府支持58000名农民实施“零预算自然耕种项目”
（Zero Budget Natural Farming，ZBNF），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致力于提高民生福祉。ZBNF
是联合国环境署（UNEP）开展“TEEBAgriFood Initiative”计划的组成部分，由一系列可
再生的农业实践组成，有利于恢复自然资本存量并降低农场成本。从历史上看，印度由于价
格高昂的化学肥料和杀虫剂投入而往往导致粮食不安全和农民债务。ZBNF是满足消费者对
安全食品需求的一种替代模式，采取间作措施不但使农民收入多样化，而且增强了生态系统
服务质量。得益于当地政府推动，ZBNF项目占地26万公顷，土壤肥力和保水性得到改善。

英国（苏格兰）

政府正在应用包括自然资本在内的四种形式的综合资本方法，以制定增进公民福
祉的强有力策略。该策略将支持制定稳健的苏格兰经济政策，通过创造具有韧性
的福利经济（resilient wellbeing economy），帮助快速摆脱COVID-19疫情影
响，实现复苏。该经济政策的特点是通过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产生强劲经济增
长动力；同时前所未有地关注气候变化、就业平等、多样性和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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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政府通过自然资本方
法推动生物多样性
主流化的时机凸显
政府干预对于加快和扩大转型变革至关重要，因
为政府能够创造有利的环境。为此可采用五个杠
杆（five levers）：1) 为自然赋值；2）实施生物
多样性目标；3）纳入决策程序；4）改革激励机
制；5）赋能社会行动。通过采用和促进自然资本方
法，政府能够解锁生物多样性价值融入所有商业、
金融和公共政策及决策程序所需的工具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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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转型变革
的五个杠杆

图4 
“飞轮图”展示
政府推动转型变
革的干预措施

只有社会运行方式发生根本变化，才能触动变革发生。必须使有利条件与政策
框架保持一致，并对经济和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使可行的方案脱颖而出，不可
取的选项优胜劣汰。通过促进自然资本方法应用，有助于政府解锁将生物多样
性价值根植于商业、金融和公共政策中所需的技术工具和解决方案。

为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实现公平的绿色经济（图4），政府可运用五个关键杠杆：自然赋
值并纳入（value and embed nature）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决策制定；实施遏制生物多样
性丧失的适当目标；将自然的价值融入所有政策和部门；改革博弈规则、激励机制和资源
调动方式；支持利益相关者参与并赋予所有人的行动权利（Building on Lok et.al., 2018, 
and Business for Nature, 2020) 。这些干预措施可用于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
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发挥作用，但是组合实施的效果最好。效果往往取决于在企业、行
业和地域层面的转型进展而有所不同（PBL，2020）。组合应用无优先性或顺序要求，但
会形成如同“飞轮”转动般的杠杆效应，推动转型变革（transformative change）。

赋予所有人
行动的能
力与权力

对自然估
值并促进
值主流化

实施遏制
生物多样
性丧失的
适当目标

将自然的价
值纳入所有
政策和部门

改革激励机
制、资源调
动方式和有
害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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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赋值并纳入政府和私
营部门的决策程序

为深入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生产生活对自然界的影响和依赖，首先需要更科学精准的数据。
为此，世界各国均采用自然资本核算与评估（accounting and assessment）（专栏3）。
运用这些方法，可以监测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如何依赖自然资本，并提高政府在这些领域的
洞察力。联合国“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为各国政府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标准化流
程框架。 SEEA分两部分：作为国际统计标准的SEEA中央框架，侧重自然资源存量和流量； 
SEEA实验性生态系统核算（EEA），研究生态系统及其服务提供的范围和状况。SEEA目前
仍在修订中，预计将在2021年成为通用的国际标准，并用于监测“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实施的进展情况。在商业领域，对自然资本方法的商业应用正在快速增加，包括《自
Natural Capital Protocol（自然资本联盟, 著. 赵阳, 译. 自然资本议定书[M]. 北京: 中国环境
出版集团, 2019.）及其附属部门指南、工具和指标。通过支持私营部门应用并将公共-私营部
门的经验结合起来，政府能够帮助推广自然资本方法的应用范围。印度、法国和欧盟的示例
以及SEEA在全球实施的情况表明，自然的价值如何在所有决策程序中变得更加显著和突出。

-自然资本核算与评估

自然资本核算（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使用会计学方法评估自然资本和
以实物或货币形式产生的服务流量，以显示环境对经济贡献，以及经济对自然环境
影响的数据汇编过程。汇编的数据具有一致性、可比性和定期产生的特点。

联合国“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是公认用于自然资本核算的国际统计标准。它
是一个使用与国民核算体系相适应的会计原理和结构，用来组织有关经济和环境信息的统计
框架。国民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则是推导国内生产总值（GDP）
和包括生产资产（produced assets）在内的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框架。使各国能够更
好地了解自然环境如何为国家财富和经济活动提供支撑，并监测生态退化及其成本。

自然资本评估（natural capital assessment）：使用适当的方法计量和估算对自
然资本影响和依赖的过程。评估范围可以很广，旨在为制定决策提供所需信息。
评估所用数据既可以是会计数据，也可以是其他类型的数据和统计学数值。

杠杆1：

专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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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国

印度

法国

《环境经济核算全球评估和支持统计数据》（UN-CEEA）2020年报告显示，实施SEEA
实验性环境经济核算框架的国家已达89个（UNCEEA，2017）。各国政府利用实施经
验和所获得的洞察力为政策制定提供帮助。联合国“国家财富和生态系统服务估值” 计
划（Wealth Accounting and the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WAVES）
支持了各国应用自然资本核算的一系列实践，包括澳大利亚使用自然资本账户应对干
旱影响和有效管理大堡礁；另一个是来自危地马拉森林账户促进经济发展的例子。

2018年，中央统计局发布了首个“环境经济账户”（Environmental Economic 
Accounts），包含四种自然资源资产：森林，土地，矿产和水资源，并于2019年对
账户报告进行更新。报告揭示了国内自然资本存量和流量状态的细微差异：如在一些
地区，碳储量和森林容积率实现净增长，而另一些地区的地下水开采不可持续。

“法国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项目”（French assessment of ecosystems and 
ecosystem services ，Efese）汇集了针对不同规模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一系列评估活动。
项目于2012年启动，通过开发稳健并具有连贯性的工具，提高利益攸关方的意识和决策水
平。作为连接科学界，政府和社会的平台，Efese加强了公共政策和企业决策对项目成果的应
用。法国生态转型部（Ministry of Ecological Transition）资助了一个旨在开发国家级和公
司级生态核算方法的研究项目。该项目提出“未付生态费用”（unpaid ecological costs）
的概念，提倡生态系统的价值应由使该生态系统恢复到良好环境条件的成本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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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stats.un.org/unsd/statcom/52nd-session/documents/BG-3f-2020_GA_report_%20draft_%20ver7_nomap-E.pdf
https://www.wavespartnership.org/en/natural-capital-accounting-action
https://www.ecologie.gouv.fr/levaluation-francaise-des-ecosystemes-et-des-services-ecosystemiques#e0
https://www.ecologie.gouv.fr/levaluation-francaise-des-ecosystemes-et-des-services-ecosystemiques#e0


欧盟

澳大利亚

作为《欧洲绿色协议》（EU Green Deal）的组成部分，欧盟正在与来自私营部门的伙伴机构
（包括Value Balancing Alliance, Capitals Coalition 和WBCSD），合作开发《环境核算
通则》（environmental General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eGAAP）,旨在推动
制定标准化的计量和估值方法学，帮助决策者为企业、社会和自然界创造并保护长期价值。

制定综合环境和经济核算的国家战略，包括建立国家级和企业级的自然资本台账。针对农业部
门进行专门研究和投资，促进自然资本理念的主流化。部门行动包括制定生物多样性认证和管
理计划（biodiversity certification and stewardship program），资助自然资本应用研究和
土地所有者能力建设，激励采用自然资本核算以更好地管理支撑农业生产的自然资本组合。

参见附录（包括澳大利亚、巴西、欧盟、德国、日本、荷兰、新西兰、墨西哥、
乌干达和英国的示例），更多关于自然资本方法促进自然价值主流化。

通过实施扭转生物多样性丧
失的目标来提供导向

当政府对人与自然关系理解更加深入后，可利用这种洞察力来建立以“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
（reverse nature loss）为目标的社会共识和全民支持。这是推动变革的关键因素，能为公共和
私营部门的所有利益相关方提供政策导向并注入信心（direction and confidence），促进实
施和投资生物多样性的解决方案。一些国际保护和商业组织提出了“全球自然目标”（Global 
Goal for Nature），即到2030年实现“对自然的正面影响”（Nature Positive by 2030），
现已被各国政府和工商企业广泛采纳为首要目标。在此基础上，一家名为“基于科学的目标联
盟”（Science Based Targets Network）”的组织正在帮助企业和城市拟定有利于自然的发
展目标，获得了积极反响。印度尼西亚、苏格兰和瑞典的示例表明，自然资本方法可以展示达
成这一目标的进展，支持制定更为细化和科学的目标，将自然与经济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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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apitalscoalition.org/project/transparent/
https://www.naturepositive.org
https://www.naturepositive.org


印度尼西亚

英国（苏格兰）

瑞典

在联合国“国家财富和生态系统服务估值”（Wealth Accounting and the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WAVES）计划支持下，建立土地、生态系统和碳的自然资
本账户（Natural Capital Accounts），为政府对泥炭保存和恢复采取更强有力行
动提供依据。泥炭地帐户显示，印尼拥有的泥炭地面积比预期要大得多。政府禁止将
泥炭地用途改变为棕榈油种植。禁令实施直接影响了油棕种植产业的扩张计划。

建立“国家绩效框架”（National Performance Framework）。该框架
包含该国政府致力于创造和追求的“国家成果”，其中包括：人民珍视、享
受、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将自然资本资产增值作为成功标准等指标

以《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实施为基础，通过了一项政策目标，旨在减少归因于本
国消费的排放。这使消费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国家环境质量管理的组成部分。该举措通过估
算“综合”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消费足迹指标（consumption footprint indicator），将国内排
放量与瑞典制造但在国外消费的商品所含排放量整合在一起。以这种方式，瑞典向世界表明了
致力于减少本国领土以外排放的承诺 (Vardon et.al, 2019, Box 2.4; Statistics Swede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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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avespartnership.org/sites/waves/files/documents/01_Land%20and%20%20Extent%20Account%20%20Sumatra%20%26%20Kalimantan%20dev%208_CMYK_low.pdf
https://www.wavespartnership.org/sites/waves/files/documents/01_Land%20and%20%20Extent%20Account%20%20Sumatra%20%26%20Kalimantan%20dev%208_CMYK_low.pdf
https://nationalperformance.gov.scot
http://share.scb.se/OV9993/Data/Publikationer/statistik/_publikationer/MI1301_1995I09_BR_MI71BR1501.pdf
https://www.wavespartnership.org/sites/waves/files/kc/3rd%20Policy%20Forum%20Publication%20_final.pdf
https://www.wavespartnership.org/sites/waves/files/kc/3rd%20Policy%20Forum%20Publication%20_final.pdf


新西兰

乌干达

2018年12月，财政部发布了《生活水平框架》管理报告（Living Standards 
Framework Dashboard）, 提供了建议民生优先事项的指标和分析。该报告
以《经合组织福祉框架》（OECDs Wellbeing Framework）为基础，应用五
种形式的资本组合（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制造资本）
，展示了这些资本如何为人类产生当前和未来所需的生计资源和福祉。

应用自然资本核算，包括编制水账户和定期更新，作为自然价值在水资源和生计政策
中主流化的基础。为恢复Rwizi流域的生态环境，政府成立了管理委员会，由自然资
源部官员、私营部门、公民社会、民选领导人、青年代表，舆论领袖和媒体组成。
与企业（包括可口可乐和ABInBev）建立了合作关系，支持流域可持续管理。

政策纳入和部门主流化

政府采取的第三个措施是在所有政策中纳入生物多样性价值，为实现碳中和（carbon 
neutral）、对自然的正面影响（nature positive）和公平公正的经济环境提供动力源泉，这
需要具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洞察力。若无主流化，我们将无法“逆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
曲线” （bend the curve）（Leclère et al., 2020），《生物多样性主流化长期方法草案》
（Long- Term Approach for Mainstreaming of Biodiversity）和随附的行动计划草案已证
明这一点（《生物多样性公约》，2020b / c）。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和公正缺失等诸
多挑战只能统筹解决，这需要政策的连贯性和有效执行，自然资本方法可为此提供支撑。“
绿色经济追踪”（Green Economy Tracker）是一个在线评估工具，绘制了触动国民经济发
生系统性变化的5个主题和20种“同类最佳”政策，包括为自然赋值（valuation of nature）
。该工具使用自然资本方法开发对传统经济指数（如GDP）进行有益补充的宏观指标和信息
体系。新西兰、乌干达、中国和瑞典的示例说明这种应用正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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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sfdashboard.treasury.govt.nz/wellbeing/
https://lsfdashboard.treasury.govt.nz/wellbeing/
https://www.ubos.org/wp-content/uploads/publications/12_2019Report-for-SEEA-water-acs-2019-1821.pdf
https://www.greeneconomycoalition.org/news-and-resources/restoring-ugandan-rivers-using-natural-capital
https://www.greeneconomycoalition.org/news-and-resources/restoring-ugandan-rivers-using-natural-capital
https://greeneconomytracker.org


中国

瑞典

生物多样性金融倡议

为实现“ 21世纪生态文明”的梦想，中国正在制定和试行一项创新的指标体系：“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 ,GEP)。 GEP目的是对传统的
GDP指标和人类发展指数（HDI）进行有益补充，旨在创造更加完整的幸福愿景。目
前，GEP已在中国几个省、县得以测试实施。在青海省的试点表明，该方法利用现有
数据即可满足需要。青海省是湄公河、长江和黄河的发源地，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占青海GEP的近三分之二，而且大多数效益都集中在流域下游。 2000年，青海
GEP大于GDP，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2015年则下降为本省GDP的四分之三。

政府使用土地账户来确定哪些土地所有者负责特定地块上的生物多样性管理，并发布
了有利于恢复和提高生态系统服务的土地账户，将土地使用的统计数据提供给参与经
济活动的利益相关方（WAVES Policy Forum 2018）。这些账目可用于分析农业投
资，了解环境和生态系统对于广义经济的重要性，将农业实践和优先事项调整为更具
可持续性和可再生性的生产生活方式，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而不是使之加剧。

参见附录（澳大利亚、欧盟、法国、印度尼西亚、荷兰、墨西哥、缅甸、菲律宾、南非和英
国的示例），更多关于应用自然资本方法，促进在其他政策中纳入对自然考量的实例。

通过支持各国定制基于事实证据的《生物多样性融资计划》（evidence-based 
Biodiversity Finance Plans），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金融倡议”（Biodiversity Finance 
Initiative，Biofin)支持各国政府实施该融资计划，实现国家生物多样性目标。Biofin推动
搭建国家平台、区域和全球对话，帮助各国快速减少资金需求，使生物多样性目标不再
受到系统性投资不足的阻碍。Biofin网站推出一个在线“目录”，汇总了全球生物多样
性金融领域的所有工具、方法和策略，并创建了用于分类和搜索的实用工具。生物多样
性金融不仅涉及筹集新资金，同时注重更有效地利用一切可用资源，将资源从有害的领
域重新分配到真正发挥作用的方面，提倡立即展开行动以减少对未来投资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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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eea.un.org/content/accounting-gross-ecosystem-product-gep
https://www.biofin.org/about-biofin/biofin-approach
https://www.biofin.org/about-biofin/biofin-approach
https://www.biofin.org/about-biofin/biofin-approach


巴西

哥斯达黎加

开展“水资源环经核算和环境服务激励计划”（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ing 
for water as well as a System of Incentive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例如，国
家水务局（ANA）与当地的TEEB项目合作，编制聚焦水资源精确数据的自然资本账户。水
是生物多样性的基本要素。自2001年以来，水生产者项目（water producer program）
开始作为一项在38个流域开展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的全国性计划，政府补偿那些为防治
侵蚀而采取积极措施的从业者，旨在增强地下水渗透，恢复和保护生物多样性。

哥斯达黎加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ES）方案在世
界范围内被公认为是通过对“综合生态系统管理”（Integrated Ecosystem Management, 
IEM）进行投资，提高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重要范例。它为那些通常在传统市场价
值无法被货币化或支付的生态系统服务，提供了金融激励的创新措施。该PES计划被认为
是使该国森林覆盖率翻一番，从1980年代不到30％增长到2015年54％的头号功臣。

结果表明，2016年向该PES计划提交了1,122,312公顷的土地，其中包括136,000公顷
属于地方土著居民。此外，近16,000个家庭参与并种植了6,478,254棵树。这些成就
有力地证明了绿色增长（green growth）的可行性和有效性（GGGI，2016）。

通过改革补贴和激励机制以改变博弈规则

不改变博弈规则就无法实现转型变革。必须采取激励措施、金融机制和法规以实
现系统性变化，而自然资本方法能够提供所需关于奖励对自然正面影响，以及惩
罚对自然负面影响行为的必要依据。通过实施这些激励措施，政府还可以增加财
政收入，用于促进绿色金融和为有利于自然的项目提供配套资金。巴西、哥斯达
黎加、欧盟、法国、瑞典和英国的示例表明了政府是如何改变游戏规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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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apitalscoalition.org/casestudy/government-dialogue-best-practice-brazilian-on-environmental-economic-accounting-for-water/
https://capitalscoalition.org/casestudy/government-dialogue-best-practice-brazilian-on-environmental-economic-accounting-for-water/
https://capitalscoalition.org/casestudy/government-dialogue-best-practice-brazilian-system-of-incentives-for-environmental-services/
https://www.ana.gov.br/programas-e-projetos/programa-produtor-de-agua
https://gggi.org/site/assets/uploads/2016/12/2016-10-Bridging-the-Policy-and-Investment-Gap-for-Payment-for-Ecosystem-Services-Learning-from-the-Costa-Rican-Experience-and-Roads-Ahead.pdf


欧盟

法国和欧盟

瑞典

欧盟制定了“可持续活动分类准则” (Taxonomy for sustainable activities)，为经
济活动提供技术筛选标准。这些经济活动可对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mitigation or 
adaptation）做出重大贡献，同时避免对以下四个环境目标造成重大损害：可持续利用和
淡水、海洋资源保护，循环经济过渡，污染防控，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与恢复。

法国在其防止进口毁林的国家战略中（national imported deforestation strategy），增
加了企业对森林砍伐监测和（非强制性）信息披露的强化措施。许多国家（包括欧盟）也都
制定了类似规定。欧盟目前正在重新考虑将非财务信息的披露政策，作为“欧盟绿色协议”
（EU Green Deal）的组成部分。预计未来的监管将更严格，监管范围将包括更多企业。

政府发布《瑞典主权绿色债券框架》（Sweden’s Sovereign Green Bond 
Framework，2020），以提高绿色债券投资所需透明度。该框架根据国际资本
市场协会（ICMA）2018年发布的《绿色债券原则》（ Green Bond Principles 
，GBP）制定。 这项工作由政府办公室与有关机构协商后开展，并经过独
立专家审查。 瑞典国家债务办公室将于2020年适当时间发行债券。

金融机构相关的一个示例来自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支持私营部门投资可抵御气候变化的基础设
施建设。为实现这一目标，该银行正在编制能够反映所有成本效益的投资商业
案例，包括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成本和收益 （costs and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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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c.europa.eu/info/business-economy-euro/banking-and-finance/sustainable-finance/eu-taxonomy-sustainable-activities_en
https://www.ecologie.gouv.fr/dossier-presse-strategie-nationale-lutte-contre-deforestation-importee
https://www.government.se/49bcc9/contentassets/ed959d7b700e429a98cc85bdb64ef1af/swedens-sovereign-green-bond-framework.pdf
https://www.government.se/49bcc9/contentassets/ed959d7b700e429a98cc85bdb64ef1af/swedens-sovereign-green-bond-framework.pdf
https://publications.iadb.org/publications/english/document/Nature-based_Solutions_Scaling_Private_Sector_Uptake_for_Climate_Resilient_Infrastructure_in_Latin_America_and_the_Caribbean.pdf
https://publications.iadb.org/publications/english/document/Nature-based_Solutions_Scaling_Private_Sector_Uptake_for_Climate_Resilient_Infrastructure_in_Latin_America_and_the_Caribbean.pdf


英国、荷兰和法国

作为生物多样性国际战略的一部分，英国与荷兰政府支持金融机构和UNDP探索建
立“与自然有关的信息披露工作组”（Taskforce on Nature-Related Disclosures）
。以“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ask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和《关于自愿披露与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指导意见》（Recommendations 
on voluntary, consistent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risk disclosures）为例，它
们作为“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为监管企业和金融部门
的新举措，新成立的工作组将负责制定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行动指南。

参见附录（巴西、菲律宾、南非和乌干达的示例）更多关于应用自
然资本方法，改变博弈规则和优化激励机制的实例。

赋能使全社会行动起来

如果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具备知识、能力和权利并共同努力，那么触动转型变革发生的前
四个杠杆将更为有效。提高所有行为者（actors）——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学术
界、标准机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关于评估其对自然界影响和依赖的意识及能力，是将
自然的价值纳入所有决策和行动的关键。在政策层面，最重要的是要赋予（empower）
作为管理本地自然资本资产责任主体的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利。非洲、西班牙、巴西、英
国（苏格兰）和欧盟的示例表明，政府如何动员全社会采取对自然界的积极行动。

杠杆5：

非洲

非洲“自然资本核算实践社区”（Africa 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 Community 
of Practice）是一个区域性学习和知识平台，汇集了非洲对自然资本核算感兴趣或
正在从事相关工作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的专业人员，目的是通过能力建
设和知识共享支持最佳实践，力图在所有非洲国家中形成将自然资本方法纳入生产
统计和政策主流的势头。为此计划定期举办论坛传播经验，开展案例研究，利用南
南合作（South-South exchanges）和联合培训，以及建立主题工作组开展工作。
该平台是在乌干达坎帕拉举行的首届非洲自然资本论坛（Africa Forum on 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之后，于2019年11月发起，并得到了世界银行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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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西班牙企业与生物多样性倡议”（Spanish Business and Biodiversity Initiative，IEEB）
是一个公共-私营合作平台，致力于推动在商业决策中纳入生物多样性。目前，IEEB
与Spanish Green Growth Group合作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使用自然资本方法
对生物多样性进行估值。目前已有70多家公司加入了这两个平台，包括一些大型企
业。IEEB通过与当前主流方法保持一致和分享经验，传播企业应用的最佳实践。

巴西

英国（苏格兰）

苏格兰政府制定部门性的《可持续增长协议》（Sustainable Growth Agreements）
，通过直接合作，推动企业参与实施“一个星球繁荣监管战略” (One Planet 
Prosperity Regulatory Strategy)。苏格兰环保总局（Scottish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采用新机制如《可持续增长协议》和行业计划等，激励企业、
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与环保总局深化合作，降低能源消耗并提高使用效率。同时，政
府支持企业和公共部门共同开展关于自然资本投资贡献包容性增长的案例研究。

 “PainelBio 倡议”（PainelBio Initiative）支持《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
与行动计划》（NBSAP）制定和实施。在整个过程中产生了重要文件和知识经
验，并为部门和政府之间协同增效创造了大量机会。超过200个机构和项目通过
PainelBio倡议成功参与了NBSAP编制，并为实施作出应有贡献。 通过这种方
式，生物多样性的国家战略地位被夯实，许多具体措施得以落地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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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资助“我们重视自然”（We Value Nature）宣教活动，以支持企业应用自然
资本方法。扶持Oppla，它是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在线社区和创新中心，致力于
传播自然资本、生态系统服务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的知识。

参见附录（欧盟、荷兰的示例），更多关于应用自然资本方法，赋予所有人行动能力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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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下一步怎
么做？
将自然构筑为储存并向人们提供价值的资产，
即自然资本，已被证明是推动转型变革的有效
途径。因此必须将其纳入“2020年后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中。准备工作已完成，框架
流程、核算方法学和指标体系已就绪。现在
需要的是加速扩大对这些方法的实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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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转型变革的实现模式

本文通篇强调，将自然构筑为储存并向人们提供价值的资产（自然资本），已被证
明是触动转型变革的有效途径。因此，必须纳入联合国“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
性框架”中。基础工作已完成，框架流程、估值方法学和指标体系已就绪。现在需
要的是加快应用实施。重要的是在全球范围加强能力建设，确保在国家和地区的
各级政府中，将自然的价值纳入决策程序，采取培训、赋能和激励等措施。

雄心勃勃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采纳自然资本方法是实现加速过渡，并使新常
态成为现实的关键步骤。本文列举了可用于政府有效干预的五个杠杆，以推动转型变革。

然而这些杠杆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奏效。政府干预的成效随着不同企业、行业或
地区的转型进展差距而有所不同。五个杠杆组合就像“调色板”，帮助政府绘制鼓
舞人心的蓝图。使“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成为转型变革的推动力，确保
自然的价值融入整个社会的所有决策。当务之急是加强自然资本方法应用。

开创“转型变革”的新常态

转型变革不会一蹴而就，而需历经从准备基础工作，加速扩大方法
应用的过渡，以及创建新常态三个不同阶段（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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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各国应用自然资
本方法，为转
型变革决策提
供依据的示例  
附录提供各国（按字母表顺序排列）从保护到规划，
经济和发展的不同领域，政策制定者如何使用自然
资本方法做出有依据支撑的明智决策，逆转生物多
样性丧失趋势的概述。这些实例验证了将自然构筑为
资产的积极力量，能够促进人们更好地理解对自然的
威胁和对自然的需求；同时，展示了支持实现“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和将自然价
值纳入政府、商业和金融机构决策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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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自然资本核算实践社区”（Africa 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 Community 
of Practice）是一个区域性学习和知识平台，汇集了非洲对自然资本核算感兴
趣或正在从事相关工作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的专业人员。该平台是
在乌干达坎帕拉举行的首届“非洲自然资本论坛”（Africa Forum on 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之后，于2019年11月发起，并得到了世界银行的支持。

推动变革的举措： 
• 自然估值 
• 赋能行动

推动变革的举措： 
•自然估值 
•赋能行动

帮助识别： 
• 对自然的依赖

推动变革的举措： 
• 自然估值

帮助识别： 
• 对自然的威胁

推动变革的举措： 
• 自然估值 
• 纳入决策

帮助识别： 
• 纳入决策

帮助识别： 
• 对自然的依赖

推动变革的举措： 
• 自然估值 
• 纳入决策

政府使用“自然资本核算”（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帮助虾捕捞业企业评估产
业所依赖的生态系统资产相关的风险和机会。一个新项目正在研究Wallis 湖虾产地，该
湖位于纽卡斯尔以北新南威尔士州海岸，研究范围还包括湖口和邻近由盐沼、海草和红
树林组成的流域，目的是了解自然资本如何支持捕虾产业的生产力，并通过价值核算来
评估其贡献。该研究是名为“增加农场利润：自然资本账户的作用”（Increasing farm 
gate profits: the role of natural capital accounts）的一项大型国家项目的组成部分。

非洲

01.

02.

澳大利亚

制定综合环境和经济核算的国家战略，包括建立国家级和企业级的自然资
本台账。针对农业部门进行专门研究和投资，促进自然资本主流化。部门
行动包括制定生物多样性认证和管理计划（biodiversity certification and 
stewardship program），资助自然资本应用研究和土地所有者能力建设，
激励采用自然资本核算以更好地管理支撑农业生产的自然资本组合。

03.

示例

编制“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Port Phillip Bay港湾）自然资本账户”。包
括生态系统价值估算，以评估该地区环境状况与大堡礁区域的经济及其他
效益之间的关系。[ABS, 2015, 2017 | WAVES Policy Forum 2018]

编制“维多利亚公园（Victoria’s Parks）自然资本账户”。 包
括维多利亚中部高地的生态系统价值估算，比较、评估保护与开
发对当地经济和生态的影响（Keith et al., 2017）。

支持制定和实施“生物多样性抵偿标准”（Standard 
on Biodiversity Offsets）（与荷兰合作）

04.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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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以来，巴西地理与统计研究所（IBGE）一直在加强应用岩土工程工
具来收集土地覆盖和利用的台账数据，以监测土地的变化情况。此外，IBGE还
通过水账户的区域化结果对本国水资源的可获得性和消耗状况作出分析。

2017年巴西颁布了一项法律，要求计算包括生态资本在内的绿色国内生产
总值（Green Domestic Product）。因此，在联合国UNSD 和 UNEP两机
构支持下，IBGE通过改进自然资本方法学，提升了生态系统价值的估算水
平。该研究所于2020年出版了展示陆地生物群落的保存程度及其变化载体，
综合各种生态环境中动植物灭绝风险的研究成果，产生重要影响。

推动变革的举措： 
• 自然估值 
• 激励改革

推动变革的举措： 
• 赋能行动

巴西

中国

07.

10.

开展“水资源环经核算和环境服务激励计划”（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ing 
for water as well as a System of Incentive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例如，
国家水务局（ANA）与当地的TEEB项目合作，编制聚焦水资源精确数据的自然资本账
户。水是生物多样性的基本要素。自2001年以来，水生产者项目（water producer 
program）开始作为一项在38个流域开展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的全国性计划，政府补偿那
些为防治侵蚀而采取积极措施的从业者，旨在增强地下水渗透，恢复和保护生物多样性。

08.

示例

通过 “PainelBio 倡议”（PainelBio Initiative）支持制定和实施
《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NBSAP）。

09.

帮助识别： 
• 对自然的威胁

推动变革的举措： 
• 纳入决策

推动变革的举措： 
• 自然估值 
• 纳入决策

为实现“ 21世纪生态文明”的梦想，中国正在制定和试行一项创新的指标体系：“生
态系统生产总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 ,GEP)。 GEP目的是对传统的GDP指
标和人类发展指数（HDI）进行有益补充，旨在创造更加完整的幸福愿景。目前，GEP
已在中国几个省、县得以测试实施。在青海省的试点表明，该方法利用现有数据即可满
足需要。青海省是湄公河、长江和黄河的发源地，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占青海
GEP的近三分之二，而且大多数效益都集中在流域下游。 2000年，青海GEP大于GDP，
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2015年则下降为本省GDP的四分之三（欧阳志云，2020）。

11. 帮助识别： 
• 对自然的威胁

推动变革的举措： 
• 纳入决策 
• 激励改革

本世纪初，中国政府启动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计划之
一，包括坡地退耕、还林还草和天然林保护（Sloping Land Conversion Program 
and Natural Forest Conservation Program）等生态修复举措，涉及1.2亿个家
庭，2001-2010年间支付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Guerry et.al., 2015, p. 2）。植
树造林效果可观，土壤侵蚀迅速减少。但是，就社会问题而言，挑战仍然存在。
并非所有地方的经济补偿都足以弥补生计模式变化带给家庭的收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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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bge.gov.br/estatisticas/multidominio/meio-ambiente/20207-contas-economicas-ambientais-da-agua-brasil.html?=&t=o-que-e
https://www.ibge.gov.br/en/geosciences/environmental-information/environmental-indicators-and-statistics.html
https://capitalscoalition.org/casestudy/government-dialogue-best-practice-brazilian-on-environmental-economic-accounting-for-water/
https://capitalscoalition.org/casestudy/government-dialogue-best-practice-brazilian-on-environmental-economic-accounting-for-water/
https://capitalscoalition.org/casestudy/government-dialogue-best-practice-brazilian-system-of-incentives-for-environmental-services/
https://www.ana.gov.br/programas-e-projetos/programa-produtor-de-agua
https://www.ana.gov.br/programas-e-projetos/programa-produtor-de-agua
https://naturalcapitalcoalition.org/government-dialogue-best-practice-brazilian-painelbio-initiative-its-role-in-national-strategy-plan-of-action-for-biodiversity/
https://seea.un.org/content/accounting-gross-ecosystem-product-gep
https://c402277.ssl.cf1.rackcdn.com/publications/873/files/original/Stockholm_paper.pdf?1461961252
https://c402277.ssl.cf1.rackcdn.com/publications/873/files/original/Stockholm_paper.pdf?1461961252


哥斯达黎加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方案在世界范围内被公认为是通
过对“综合生态系统管理”（Integrated Ecosystem Management, IEM）
进行投资，提高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重要范例。它为那些通常在传统市场
价值无法被货币化或支付的生态系统服务，提供了金融激励的创新措施。

Mapping and Assessment of Ecosystems and their Services 
(MAES) 项目通过评估生态系统服务流量（flow）和与经济活动进行
匹配等活动，将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体系联系起来。

推动变革的举措： 
• 自然估值

推动变革的举措： 
• 纳入决策 
• 激励激励

哥斯达黎加

欧盟

12.

13.

示例

作为《欧洲绿色协议》（EU Green Deal）的组成部分，欧盟正在与来自私
营部门的伙伴机构（包括Value Balancing Alliance, Capitals Coalition 和
WBCSD），合作开发《环境核算通则》（environmental General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eGAAP）,旨在推动制定标准化的计量和估值方法学，
帮助决策者为企业、社会和自然界创造并保护长期价值。欧盟还将于2021年下半
年启动一个姊妹项目，确保eGAAP通则中纳入对生物多样性的充分考量。

制定“可持续活动的分类标准” (Taxonomy for sustainable activities)，从缓解
或适应气候变化的标准开始筛选，再对自然资本和循环经济的标准加以补充。

14.

15.

推动变革的举措： 
• 激励激励

推动变革的举措： 
• 自然估值

推动变革的举措： 
•自然估值 
• 赋能行动

16. “欧盟商业@生物多样性平台”（EU Business@Biodiversity Platform）将
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召集在一起，讨论企业和金融机构应用自然资本核
算和生物多样性计量的方法及经验，加强与先锋企业和金融组织合作，并在
越来越多的企业决策过程中，发挥生物多样性议题整合的促进作用。

推动变革的举措： 
• 自然估值 
• 赋能行动

资助“我们重视自然”（We Value Nature）宣教活动，以支持企业应用自
然资本方法。扶持Oppla，它是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在线社区和创新中心，致力
于传播自然资本、生态系统服务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的知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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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变革的举措： 
• 自然估值

推动变革的举措： 
• 激励激励

推动变革的举措： 
• 自然估值

推动变革的举措： 
• 纳入决策

资助一个旨在开发国家级和公司级生态核算方法的研究项目。该项目提
出“未付生态费用”（unpaid ecological costs）的概念，提倡生态系
统的价值应由使该生态系统恢复到良好环境条件的成本来表示。

实施农业环境服务付费方案，于2020年获得欧洲委员会批准。

实施国家森林账户项目（French forest accounts），基于欧
洲森林账户的实施经验，包括生物物理和经济数据。

使用环境账户作为国家财富管理的政府决策基础，提供包括碳足迹和土壤封闭（soil 
sealing）等10个补充性指标。(Service d’information du Gouvernement, 2017)

19.

20.

21.

22.

实施“生态系统评估国家项目”（EFESE），旨在影响国内所有部门的决策程序。

法国

18. 推动变革的举措： 
• 自然估值

示例

推动变革的举措： 
• 激励激励

通过一项消除法国进口导致国外森林砍伐的国家战略，包含非强制
性目标，要求企业加强对供应链中毁林活动的监测与报告。

23.

2018年，中央统计局发布了首个“环境经济账户”（Environmental Economic 
Accounts），包含四种自然资源资产：森林，土地，矿产和水，并于2019年对
账户报告进行更新，揭示了国内自然资本存量和流量状态的细微差别：例如，
碳储量和森林容积率净增长地区与地下水开采不可持续地区之间的差异化。《
印度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 》（NBAP）强调指出，自然资源价值低估，环
境负面影响隐性或未计入成本等原因，导致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不到位。政府
还在NBAP中提出“估算生物多样性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在决策过程中使用
经济手段”的基本目标，并于2019年发布了关于该计划的《实施概述》。

印度

24. 推动变革的举措： 
• 自然估值 
• 纳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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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griculture.gouv.fr/les-paiements-pour-services-environnementaux-en-agriculture
https://www.statistiques.developpement-durable.gouv.fr/les-comptes-de-la-foret-un-outil-de-suivi-de-la-foret-francaise-2007-2014
https://www.gouvernement.fr/le-rapport-2017-sur-les-indicateurs-de-richesses
https://www.ecologie.gouv.fr/levaluation-francaise-des-ecosystemes-et-des-services-ecosystemiques
https://www.ecologie.gouv.fr/dossier-presse-strategie-nationale-lutte-contre-deforestation-importee
http://mospi.nic.in/publication/envistats-india-2018
http://mospi.nic.in/publication/envistats-india-2018
http://nbaindia.org/uploaded/pdf/IndiaNationalBiodiversityActionPlan2019.pdf


印度

实施《低碳发展计划》（Low Carbon Development Initiative for Indonesia, 
LCDI）的经验表明，由于环境恶化、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水平下降，如果不从根本
改变发展模式，经济将不可持续（Garrido et.al., 2019）。 政府越来越意识到，
保护和恢复自然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和减轻自然资本压力的关键。为实现这一目
标，LCDI明确将温室气体（GHG）减排目标纳入国家中期发展计划（RPJMN 2020-
2025），并针对特定区域或生态系统类型，采取自然资源保护和恢复措施。

自2015年以来，印度Andhra Pradesh邦政府支持58000名农民实施“零预算自然
耕种项目” （Zero Budget Natural Farming，ZBNF），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致力
于提高民生福祉。ZBNF是联合国环境署（UNEP）开展“TEEBAgriFood Initiative”
计划的组成部分，由一系列可再生的农业实践组成，有利于恢复自然资本存量并
降低农场成本。从历史上看，印度由于价格高昂的化学肥料和杀虫剂投入而往往
导致粮食不安全和农民债务。ZBNF是满足消费者对安全食品需求的一种替代模
式，采取间作措施不但使农民收入多样化，而且增强了生态系统服务质量。得益
于当地政府推动，ZBNF项目占地26万公顷，土壤肥力和保水性得到改善。

印度尼西亚

26.

25.

帮助识别： 
• 对自然的威胁 
• 对自然的依赖

推动变革的举措： 
• 自然估值 
• 纳入决策

帮助识别： 
• 对自然的依赖

推动变革的举措： 
• 纳入决策

示例

在联合国“国家财富和生态系统服务估值”（Wealth Accounting and the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WAVES）计划支持下，建立土地、生态系统和碳的自然资
本账户（Natural Capital Accounts），为政府对泥炭保存和恢复采取更强有力行
动提供依据。泥炭地帐户显示，印尼拥有的泥炭地面积比预期要大得多。政府禁止将
泥炭地用途改变为棕榈油种植。禁令实施直接影响了油棕种植产业的扩张计划。

政府于2018年初发行了第一只伊斯兰“绿色”主权债券，称为“绿色回教债券”（Green 
Sukuk）。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迪拜上市，吸引了大约12.5亿美元的投资。

27.

28.

帮助识别： 
• 对自然的威胁

推动变革的举措： 
• 实施目标

为促进私营部门在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本方面的应用，政府制定了《私营部
门参与生物多样性指引》（Guidelines for Private Sector Engagement 
in Biodiversity），并推动建立了自然资本核算在线学习平台。

在实施联合国《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UN-SEEA）基础上，使用自然资本
账户创建一个用于监测民生福祉的技术工具（Monitor of well-being）。

日本

荷兰

29.

30.

推动变革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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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变革的举措： 
• 纳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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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avespartnership.org/sites/waves/files/kc/09_LCDI_2019.pdf
https://www.wavespartnership.org/sites/waves/files/kc/09_LCDI_2019.pdf
http://apzbnf.in
http://teebweb.org/our-work/agrifood/
https://www.wavespartnership.org/sites/waves/files/documents/01_Land%20and%20%20Extent%20Account%20%20Sumatra%20%26%20Kalimantan%20dev%208_CMYK_low.pdf
https://www.biodiversityfinance.net/sites/default/files/content/knowledge_products/GreenSukuk.pdf
https://www.biodiversityfinance.net/sites/default/files/content/knowledge_products/GreenSukuk.pdf
https://capitalscoalition.org/casestudy/government-dialogue-best-practice-japanese-community-of-learning-for-natural-capital-valuation-in-the-private-sector/
https://www.cbs.nl/en-gb/corporate/2018/20/monitor-of-well-being-a-broader-picture


荷兰

应用基于SEEA实验性生态系统核算（SEEA-EEA）的北海自然资本账户
（Natural Capital Account for the North Sea），将北海生态系统的范围
和状况信息与这些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数据（以实物量形式）联系起来。

建立“金融机构和自然资本实践社区”（Community of Practic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 Natural Capital’），以支持、促进本国金融部门应用自然资本方法。

作为金融监管机构，荷兰中央银行（DNB）开展研究可持续性问题如何影响本国
金融机构和整个金融系统。在《人类对自然界的负债：探索荷兰金融部门的生物
多样性风险》（Indebted to nature: Exploring biodiversity risks for the Dutch 
financial sector）报告中 (DNB & PBL, 2020)，中央银行调查了金融部门对生
物多样性丧失导致的不同风险敞口。生物多样性丧失被认为是潜在的财务风险来
源，威胁着经济活动所依赖的生态系统服务，例如木材、授粉和土壤肥力。

31.

32.

33.

推动变革的举措： 
• 自然估值 
• 赋能行动

帮助识别： 
• 对自然的依赖

推动变革的举措： 
• 自然估值 
• 纳入决策

示例

帮助识别： 
• 对自然的依赖

推动变革的举措： 
• 自然估值

支持制定和实施“”生物多样性抵偿标准”（与澳大利亚一起）。34. 推动变革的举措： 
• 纳入决策

2018年12月，财政部发布了《生活水平框架》管理报告（Living Standards 
Framework Dashboard）, 提供了建议民生优先事项的指标和分析。该报告
以《经合组织福祉框架》（OECDs Wellbeing Framework）为基础，应用五
种形式的资本组合（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制造资本）
，展示了这些资本如何为人类产生当前和未来所需的生计资源和福祉。

通过制定长期目标，例如海洋可持续管理，实施政府科学
投资（science investment）的战略方法。

新西兰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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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bs.nl/en-gb/background/2019/51/natural-capital-accounts-for-the-dutch-north-sea-2019
https://www.rvo.nl/sites/default/files/2015/09/Factsheet%20and%20Summaries%20CoP%20Financial%20institutes%20Natural%20Capital%20English%202015.pdf
https://www.rvo.nl/sites/default/files/2015/09/Factsheet%20and%20Summaries%20CoP%20Financial%20institutes%20Natural%20Capital%20English%202015.pdf
https://www.pbl.nl/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s/4215-indebted_to_nature_-_exploring_biodiversity_risks_for_the_dutch_financial_sector_0.pdf
https://www.pbl.nl/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s/4215-indebted_to_nature_-_exploring_biodiversity_risks_for_the_dutch_financial_sector_0.pdf
https://www.forest-trends.org/bbop_pubs/overview2018/
https://lsfdashboard.treasury.govt.nz/wellbeing/
https://lsfdashboard.treasury.govt.nz/wellbeing/
https://capitalscoalition.org/casestudy/government-dialogue-best-practice-new-zealand-on-sustainable-seas/


2020年，水土和自然资源部举办了商业论坛，来自政府、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
织等约50名代表参加。论坛的成果是成立工作组，推动建立“马来西亚商业与生
物多样性平台”（Malaysian Platform for Business and Biodiversity），强调
运用市场和非市场的方法，促进纳入生物多样性考量，激励企业行为改变。

自然资本指数体系应用“生态完整性评价指标”（Ecological Integrity 
Indicators），衡量本国剩余自然资本的生态和经济价值。

马来西亚

墨西哥

38.

39. 推动变革的举措： 
• 自然估值 
• 纳入决策

推动变革的举措： 
• 赋能行动

示例

在GLOBE-UNEP-GEF Project项目背景下，举办了“立法推动REDD +和自然资本
治理，实现2030年议程”的研讨会，目的是向当局宣传政府推动采用参与式方法
（participatory approach）将生物多样性账户纳入国民账户主流的重要性。研讨会
由国家财政和计委的政府官员主持。与会者来自国内有关部委和机构的工作人员。会
上提供了有关如何将自然资本方法纳入国家计划和预算体系主流的建议，以便更好地
了解自然界如何为国家财富和经济活动提供基础，并监测生态环境退化及其成本。

尼日利亚

37. 推动变革的举措： 
• 自然估值 
• 纳入决策

《国家开放数据法令》（National Decree for Open Data）2015年开始纳入《
国际开放数据宪章》（International Open Data Charter）的相关原则。

40.

“3Returns评估框架”（3Returns Framework）由Green Growth Knowledge 
Platform 和 Global Green growth Institute两机构针对Ayeyarwady三
角洲红树林试点项目合作可发，用以展示如何使用自然资本方法，估算环
境投资在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等方面的投资回报率。

缅甸

41.

推动变革的举措 
• 自然估值 
• 赋能行动

帮助识别： 
• 对自然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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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academybydhi.com/presences/apac/malaysia/news/2020/forum%20on%20biodiversity
https://www.biodiversidad.gob.mx/assets/pdf/pais/indicecn/FMora-2019-JNatCons-v47.pdf
https://www.biodiversidad.gob.mx/assets/pdf/pais/indicecn/FMora-2019-JNatCons-v47.pdf
https://gef6.globelegislators.org/nigeria/news/abuja-16-17-september-2020
http://unepinquiry.org/wp-content/uploads/2018/10/Environmental_Data_Dialogues_in_Mexico.pdf
https://www.greengrowthknowledge.org/research/3returns-framework-method-decision-making-towards-sustainable-landscapes
https://www.greengrowthknowledge.org/research/economic-appraisal-ayeyarwady-delta-mangrove-forests
https://www.greengrowthknowledge.org/research/economic-appraisal-ayeyarwady-delta-mangrove-forests


政府在世界银行牵头实施的联合国WAVES项目支持下，为首都马尼拉附
近的Laguna de Bay Basin湖湾盆地编制了生态系统账户。该账户突显出
在利用湖泊生产鱼类（水产养殖和开放水域捕捞）背景下，水供给和排放
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提供了关于修订水产养殖许可证收费制度（licensing 
and permit fees）和实施流域绿色化所需渔业资源租金的账目核算。

44.

Laguna 是位于马尼拉都市区的本国最大湖泊。Laguna湖湾盆地的生态
系统账户是主管该湖开发的机构（LLDA）为地方政府提供的计分卡工具，
用于评估环境状况，为制定《Laguna湖湾盆地总体规划》（Laguna de 
Bay Master Plan）提供数据。账户中的数据被用来模拟森林砍伐后果，探
索对生态系统保护和再生具有最大潜在正面影响的流域管理措施。

菲律宾

43.

推动变革的举措： 
• 激励改革

帮助识别： 
• 对自然的威胁 

示例

为厘清地方一级的生态系统退化如何造成与获取资源相关的社会公正问题，保护国际（CI）与
秘鲁当局在“应用自然资本账户评估生态系统退化对国民经济的局部影响”（Natural capital 
accounts to assess the economy-wide local effects of ecosystem degradation）
展开合作（Vardon et.al., 2019) 。该研究强调了土地退化的威胁，濒危物种和民众从自然
界获取利益的积极和消极趋势。例如，自然资本账户的指标能够帮助更好地了解在地方层
面，自然保护与可持续用水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实现更全面的资源管理和政策实施。

秘鲁

42. 帮助识别： 
• 对自然的威胁 

根据自然资本账户的经验，使本国的税收政策变得更加“绿色”（greening）。

中央银行于2019年发布了《可持续金融路线图》（Roadmap for Sustainable Finance）
。为监管机构和金融组织提供了广泛的指导意见，以有效管理与其融资项目相关的环境、
社会和治理（ESG）风险，有助于强化对绿色发展、气候友好和包容性增长企业的扶持。

南非

斯里兰卡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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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avespartnership.org/en/knowledge-center/pilot-ecosystem-account-laguna-de-bay-basin
https://www.wavespartnership.org/sites/waves/files/kc/Philippines%20offer%20doc_FINAL.pdf
https://www.wavespartnership.org/sites/waves/files/kc/Philippines%20offer%20doc_FINAL.pdf
https://capitalscoali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6/08/Exploring_Approaches_for_constructing_Species_Accounts_in_the_context_of_the_SEEA-EEA_FINAL-1.pdf
https://capitalscoali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6/08/Exploring_Approaches_for_constructing_Species_Accounts_in_the_context_of_the_SEEA-EEA_FINAL-1.pdf
http://eeni
https://www.biodiversityfinance.net/index.php/news-and-media/biofin-supports-sri-lankas-roadmap-sustainable-finance


以实施联合国《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为基础，通过了一项政策目标，旨在
减少归因于本国消费的排放。这使消费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国家环境质量管理的组成部
分。该举措通过估算“综合”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消费足迹指标，将国内排放量与瑞典生产
但在国外消费的商品所含排放量整合在一起。以这种方式，瑞典向世界表明了致力于减
少本国领土以外排放的承诺 (Vardon et.al, 2019, Box 2.4; Statistics Sweden, 2015)。

49.

“西班牙企业与生物多样性倡议”（Spanish Business and Biodiversity 
Initiative，IEEB）是一个公共-私营合作平台，致力于推动在商业政策中纳入生物多样
性。目前，IEEB与Spanish Green Growth Group合作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使用自然
资本方法对生物多样性进行估值。目前已有70多家公司加入了这两个平台，包括一些大
型企业。IEEB通过与当前主流方法保持一致和分享经验，传播企业应用的最佳实践。

政府使用土地账户来确定哪些土地所有者负责特定地块上的生物多样性管理，并发布了
有利于恢复和提高生态系统服务的土地账户（Land accounts），将土地使用的统计数
据提供给参与经济活动的利益相关方（WAVES Policy Forum 2018）。这些账目可用于
分析农业投资，了解环境和生态系统对于广义经济的重要性，将农业实践和优先事项调
整为更具可持续性和可再生性的生产生活方式，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而不是使之加剧。

西班牙

瑞典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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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变革的举措： 
• 纳入决策

示例

税收政策“绿色化”（Greening tax policies），利用各个部门能源使
用和二氧化碳排放核算的经验，并结合标准经济账户的实践。

政府发布《瑞典主权绿色债券框架》（Sweden’s Sovereign Green Bond 
Framework，2020），以提高绿色债券投资所需透明度。该框架根据国际
资本市场协会（ICMA）2018年发布的《绿色债券原则》（Green Bond 
Principles ，GBP）制定。 这项工作由政府办公室与有关机构协商后开展，并
经过独立专家审查。 瑞典国家债务办公室将于2020年适当时间发行债券。

5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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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励改革

政府正在与世界银行牵头的“全球可持续发展项目”（Global Program 
on Sustainability）合作，为土地，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编制账户，为合理
开发湿地的经济规划提供决策所需依据，确保生态系统健康和复原，能够
继续为居民生计和福祉提供食品生产、淡水供给和生态旅游等服务。

乌干达

52. 帮助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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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are.scb.se/OV9993/Data/Publikationer/statistik/_publikationer/MI1301_1995I09_BR_MI71BR1501.pdf
https://www.wavespartnership.org/sites/waves/files/kc/3rd%20Policy%20Forum%20Publication%20_final.pdf
https://www.wavespartnership.org/sites/waves/files/kc/3rd%20Policy%20Forum%20Publication%20_final.pdf
https://ieeb.fundacion-biodiversidad.es/sites/default/files/ieeb_at_ncc_docu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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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自然资本核算，包括编制水账户和定期更新，作为自然价值在水资源和生计政策
中主流化的基础。为恢复Rwizi流域的生态环境，政府成立了管理委员会，由自然资
源部官员、私营部门、公民社会、民选领导人、青年代表，舆论领袖和媒体组成。
与企业（包括可口可乐和ABInBev）建立了合作关系，支持流域可持续管理。

政府在联合国WAVES计划的支持下，发表有关宏观经济指标调整和国家综合
财富统计的文件。该文件通过分析宏观经济指标和财富账户调整后的结果，确
定了在政府规划和预算过程中需要考虑的政策问题。 除国家财富指标外，它还
列出了调整后的国民净收入（ANNI）和调整后的净储蓄（ANS）。这些举措与
国民账户体系（SNA）保持一致，但考虑了自然资本形成和使用等因素。

53.

54.

乌干达

推动变革的举措： 
• 纳入决策

推动变革的举措： 
• 自然估值 
• 纳入决策

示例

“乌干达木材资产和森林账户”（Ugandan Wood Assets and Forest Accounts）2020
年向政策制定者提示，如果不做任何改变，到2025年来自森林的可持续木材供应将完全
耗尽。木炭生产作为重要的驱动因素，市场供应量居大涨的主因是其利润率奇高——相
当于零售价的80％，然而木炭生产商的回报通常只占零售价的12.5％至20％。账户数
据表明，当前的财政政策无法触动木材生产商采取将外部性内部化（internalize the 
externalities）的行动，因此需要一种新的市场结构，通过价值链中木材的开采成本和资
源租金调整，激励生产过程中使用改良的窑炉技术，采用液化石油气和电力等替代能源。

国家环境管理局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合作，为Rwenzori山
地国家公园编写《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技术手册》。

55.

56.

推动变革的举措： 
• 激励改革

推动变革的举措： 
• 激励改革

《绿皮书》（Green Book）作为中央政府用于评估政策
和决策的指导纲要，已将自然资本纳入。

生物多样性抵偿（biodiversity-offsetting）的6个试点项目于2012
至2014年实施。出版了项目成果和国际经验的研究报告。

58.

59.

编制《国家生态系统评估指南》（National Ecosystem Assessment），
提供应用货币化和非货币化赋值技术，估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案例。

英国

57.

推动变革的举措： 
• 纳入决策

推动变革的举措： 
• 纳入决策

帮助识别： 
• 对自然的依赖 

Natural Capital for Biodiversity Policy: What, Why and How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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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国家绩效框架”（National Performance Framework）。该框架
包含该国政府致力于创造和追求的“国家成果”，其中包括：人民珍视、享
受、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将自然资本资产增值作为成功标准等指标。

苏格兰

60. 推动变革的举措： 
• 自然估值 
• 实施目标 
• 纳入决策

示例

政府正在应用包括自然资本在内的四种形式的综合资本方法，以制定增进公民福
祉的强有力策略。该策略将支持制定稳健的国家经济政策，通过创造具有韧性的
福利经济（resilient wellbeing economy），帮助快速摆脱COVID-19疫情影
响，实现复苏。该经济政策的特点是通过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产生强劲经济
增长动力；同时前所未有地关注气候变化、就业平等、多样性和社会公正。

为确保政策能够切实有效地改善本国的自然资本资产格局，苏格兰政府将自然
完全纳入国家监管框架，即“一个星球繁荣监管战略” (One Planet Prosperity 
Regulatory Strategy)，并制定了部门性的《可持续增长协议》（Sustainable 
Growth Agreements），与企业直接开展合作，促进参与战略实施。

61.

62.

推动变革的举措： 
• 纳入决策

推动变革的举措： 
• 纳入决策 
• 赋能行动

作为生物多样性国际战略的一部分，英国与荷兰政府支持金融机构和UNDP建立“与
自然有关的信息披露工作组”（Taskforce on Nature-Related Disclosures）的探索
行动。以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ask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为例，这个新成立工作组将负责制定有关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的企业指南。

英国，法国与荷兰

63. 推动变革的举措： 
• 激励改革

美国内政部（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负责自然资源保护，通过制定“栖
息地等效性分析”（Habitat Equivalency Analysis，HEA），对国家补偿性
的生态修复提出具体要求。在“自然资源损害进行评估”（Natural Resource 
Damage Assessment）必要情况下，该方法可对特定时期内，栖息地修复
所需生态系统服务的实物量进行量化。可视化的HEA程序具有直观的图像界
面，允许在不同的生态修复项目之间进行比较，以找到最佳的抵偿方案。

美国

64. 帮助识别： 
• 对自然的威胁

推动变革的举措： 
• 自然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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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支持各国定制基于事实证据的《生物多样性融资计划》（evidence-based 
Biodiversity Finance Plans），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金融倡议”（Biodiversity 
Finance Initiative，Biofin)支持各国政府实施该融资计划，实现国家生物多样性
目标。Biofin推动搭建国家平台、区域和全球对话，帮助各国快速减少资金需求，
使生物多样性目标不再受到系统性投资不足的阻碍。Biofin网站推出一个在线“
目录”（catalogue），在数据库中汇总了全球生物多样性金融领域的所有工
具、方法和策略，并创建了用于分类和搜索的实用工具。生物多样性金融不仅涉
及筹集新资金，同时注重更有效地利用一切可用资源，将资源从有害的领域重新
分配到真正发挥作用的方面，提倡立即展开行动以减少对未来投资的需求。

生物多样性金融倡议

65. 推动变革的举措： 
• 自然估值 
• 纳入决策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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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iofin.org/about-biofin/biofin-approach
https://www.biofin.org/about-biofin/biofin-approach
https://www.biofin.org/solution-search


致谢

Zhao Yang, Senior Engineer, Division II, Foreign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Center (FECO) of th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P.R. China

赵阳，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FECO)  履约二处

中文翻译

Natural Capital for Biodiversity Policy: What, Why and How 45



Business for Nature, 2020. 
Policy Recommendations.

Capitals Coalition, 2021. Principles of 
Integrated Capitals Assessments. 

Capitals Coalition and Cambridge Conservation 
Initiative, 2020. Integrating biodiversity 
into natural capital assessments.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2020a. 
Update of the Zero Draft of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CBD/
POST2020/PREP/2/1, 17 August 2020).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2020b. 
Mainstreaming of Biodiversity within and 
across sectors and other strategic actions 
to enhance implementation. Long-term 
Approach to Mainstreaming. CBD/SBI/3/13.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2020c. 
Action Plan for the Long-term Approach to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CBD/SBI/3/13/Add.1

Dasgupta Review, 2021. The Dasgupta 
Review – Independent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Biodiversity. Interim Report.

De Nederlandsche Bank and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2020. 
Indebted to nature: Exploring biodiversity 
risks for the Dutch financial sector.

Garrido, L., et al., 2019. Low Carbon 
Development: A Paradigm Shift Towards a 
Green Economy in Indonesia. Full report. 

Guerry, A., M. Ruckelshaus, and G. Daily, Eds., 
2015. 2015 Stockholm Summit on Natural 
Capital: 9 Use Cases and the Natural Capital 
Science-Technology Platform. Natural Capital 
Project,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 USA.

Keesing, F., Belden, L., Daszak, P. et al., 2010. 
Impacts of biodiversity on the emergence 
and transmiss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Nature 468, pages 647–652. 

Leclère, D., Obersteiner, M., Barrett, 
M. et al., 2020. Bending the curve of 
terrestrial biodiversity needs an integrated 
strategy. Nature 585, 551–556.

Lok, M., et al., 2018. Natural capital for 
governments: what, why and how.

参考文献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2019.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of the global 
assessment report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
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Advance unedited version, 6 May 2019.

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 
2020. https://integratedreporting.org/.

Global Green Growth Institute, 2016. Bridging 
the Policy and Investment Gap for 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Learning from Costa 
Rican Experience and Roads Ahead.

Anil Markandya, 2020. Natural Capital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GGKP Expert Group on Natural 
Capital. Working Paper 04, 2020.

Natural Capital Coalition, 2016. 
Natural Capital Protocol.

PBL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gency, 2020. Business for 
Biodiversity; Mobilising business towards 
net positive impact. Policy Brief.

United Nations, 2015.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f Experts 
on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ccounting 
(UNCEEA), 2021. The Global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ing 
and Supporting Statistics 2020.

Vardon, M., Bass, S., and Ahlroth, S. (Eds), 2019. 
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 for Better Policy 
Decisions: Climate change and Biodiversity. 
Proceedings and Highlights of the 3rd Forum 
on 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 for Better Policy 
Decisions. World Bank WAV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8. The changing wealth of 
nations 2018. Building a Sustainable Future.

World Economic Forum, 2020a. 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20, 15th Edition. Geneva, Switzerland.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collaboration 
with PwC, 2020b, Nature Risk Rising: 
Why the Crisis Engulfing Nature Matters 
for Business and the Economy.

World Economic Forum, 2020c. 
New Nature Economy Report II: The 
Future of Nature and Business.

Natural Capital for Biodiversity Policy: What, Why and How 46

https://www.businessfornature.org/advocate
https://capitalscoalition.org/publication/principles-of-integrated-capitals-assessments/
https://capitalscoalition.org/publication/principles-of-integrated-capitals-assessments/
https://capitalscoalition.org/guide_supplement/biodiversity-4/
https://capitalscoalition.org/guide_supplement/biodiversity-4/
https://www.cbd.int/doc/c/3064/749a/0f65ac7f9def86707f4eaefa/post2020-prep-02-01-en.pdf
https://www.cbd.int/doc/c/3064/749a/0f65ac7f9def86707f4eaefa/post2020-prep-02-01-en.pdf
https://www.cbd.int/doc/c/3064/749a/0f65ac7f9def86707f4eaefa/post2020-prep-02-01-en.pdf
https://www.cbd.int/doc/c/a287/0c8d/18b6e61d80d3c5dcc8959199/sbi-03-13-en.pdf
https://www.cbd.int/doc/c/a287/0c8d/18b6e61d80d3c5dcc8959199/sbi-03-13-en.pdf
https://www.cbd.int/doc/c/a287/0c8d/18b6e61d80d3c5dcc8959199/sbi-03-13-en.pdf
https://www.cbd.int/doc/c/bc27/e8b5/cbb905534f552723dbd11095/sbi-03-13-add1-en.pdf
https://www.cbd.int/doc/c/bc27/e8b5/cbb905534f552723dbd11095/sbi-03-13-add1-en.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962785/The_Economics_of_Biodiversity_The_Dasgupta_Review_Full_Report.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962785/The_Economics_of_Biodiversity_The_Dasgupta_Review_Full_Report.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962785/The_Economics_of_Biodiversity_The_Dasgupta_Review_Full_Report.pdf
https://www.pbl.nl/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s/4215-indebted_to_nature_-_exploring_biodiversity_risks_for_the_dutch_financial_sector_0.pdf
https://www.pbl.nl/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s/4215-indebted_to_nature_-_exploring_biodiversity_risks_for_the_dutch_financial_sector_0.pdf
https://www.un-page.org/files/public/indonesia_lowcarbon_development_full_report.pdf
https://www.un-page.org/files/public/indonesia_lowcarbon_development_full_report.pdf
https://www.un-page.org/files/public/indonesia_lowcarbon_development_full_report.pdf
https://c402277.ssl.cf1.rackcdn.com/publications/873/files/original/Stockholm_paper.pdf?1461961252
https://c402277.ssl.cf1.rackcdn.com/publications/873/files/original/Stockholm_paper.pdf?1461961252
https://c402277.ssl.cf1.rackcdn.com/publications/873/files/original/Stockholm_paper.pdf?1461961252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ature09575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ature09575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705-y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705-y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705-y
https://capitalscoalition.org/publication/natural-capital-for-governments-what-why-and-how/
https://capitalscoalition.org/publication/natural-capital-for-governments-what-why-and-how/
https://integratedreporting.org
https://gggi.org/site/assets/uploads/2016/12/2016-10-Bridging-the-Policy-and-Investment-Gap-for-Payment-for-Ecosystem-Services-Learning-from-the-Costa-Rican-Experience-and-Roads-Ahead.pdf
https://gggi.org/site/assets/uploads/2016/12/2016-10-Bridging-the-Policy-and-Investment-Gap-for-Payment-for-Ecosystem-Services-Learning-from-the-Costa-Rican-Experience-and-Roads-Ahead.pdf
https://gggi.org/site/assets/uploads/2016/12/2016-10-Bridging-the-Policy-and-Investment-Gap-for-Payment-for-Ecosystem-Services-Learning-from-the-Costa-Rican-Experience-and-Roads-Ahead.pdf
https://gggi.org/site/assets/uploads/2016/12/2016-10-Bridging-the-Policy-and-Investment-Gap-for-Payment-for-Ecosystem-Services-Learning-from-the-Costa-Rican-Experience-and-Roads-Ahead.pdf
https://www.greengrowthknowledge.org/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s/resource/GGKP%20%282020%29.%20Natural%20Capital%20and%20the%20SDGs_0.pdf
https://www.greengrowthknowledge.org/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s/resource/GGKP%20%282020%29.%20Natural%20Capital%20and%20the%20SDGs_0.pdf
https://www.greengrowthknowledge.org/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s/resource/GGKP%20%282020%29.%20Natural%20Capital%20and%20the%20SDGs_0.pdf
https://www.greengrowthknowledge.org/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s/resource/GGKP%20%282020%29.%20Natural%20Capital%20and%20the%20SDGs_0.pdf
https://capitalscoalition.org/capitals-approach/natural-capital-protocol/?fwp_filter_tabs=guide_supplement
https://www.pbl.nl/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s/pbl-2020-business-for-biodiversity-4143.pdf
https://www.pbl.nl/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s/pbl-2020-business-for-biodiversity-4143.pdf
https://www.pbl.nl/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s/pbl-2020-business-for-biodiversity-4143.pdf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post2015/transformingourworld/publication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post2015/transformingourworld/publication
https://unstats.un.org/unsd/statcom/52nd-session/documents/BG-3f-2020_GA_report_%20draft_%20ver7_nomap-E.pdf
https://unstats.un.org/unsd/statcom/52nd-session/documents/BG-3f-2020_GA_report_%20draft_%20ver7_nomap-E.pdf
https://unstats.un.org/unsd/statcom/52nd-session/documents/BG-3f-2020_GA_report_%20draft_%20ver7_nomap-E.pdf
https://www.wavespartnership.org/sites/waves/files/kc/3rd%20Policy%20Forum%20Publication%20_final.pdf
https://www.wavespartnership.org/sites/waves/files/kc/3rd%20Policy%20Forum%20Publication%20_final.pdf
https://www.wavespartnership.org/sites/waves/files/kc/3rd%20Policy%20Forum%20Publication%20_final.pdf
https://www.wavespartnership.org/sites/waves/files/kc/3rd%20Policy%20Forum%20Publication%20_final.pdf
https://www.wavespartnership.org/sites/waves/files/kc/3rd%20Policy%20Forum%20Publication%20_final.pdf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9001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9001
https://reports.weforum.org/global-risks-report-2020/
https://reports.weforum.org/global-risks-report-2020/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nature-risk-rising-why-the-crisis-engulfing-nature-matters-for-business-and-the-economy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nature-risk-rising-why-the-crisis-engulfing-nature-matters-for-business-and-the-economy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nature-risk-rising-why-the-crisis-engulfing-nature-matters-for-business-and-the-economy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new-nature-economy-report-ii-the-future-of-nature-and-business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new-nature-economy-report-ii-the-future-of-nature-and-business


资本联盟致力于通过全球合作，推动纳入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价值
以转变决策方式。联盟的愿景是到2030年，大多数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将
不同形式的资本融入决策程序，这将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和可持续的世界。

www.capitalscoalition.org

Design by


